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8 20192045 2016200561 刘哲 邹喜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纤激光及传感技术
基于四波混频效应的双波长光
纤激光器传感器增敏技术研究

罗斌 朱宏娜 张金利 杨运平 张信普
20190527下

午2:00
犀浦校区
9454#

周银
15228942925

2 8 20192057 2016200573 刘恒江 易安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数字相干光通信
基于机器学习的高速光信号调
制格式识别与OSNR监测

3 8 20192094 2016200588 姜瑶 邹喜华 信息与通信工程 稳相传输
基于被动补偿的微波信号光纤
稳相传输技术研究

4 8 20192031 2016200624 张晓薇 闫连山 信息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安全
基于区块链的物联网安全认证
系统设计与实现

5 8 20192056 2016210561 何云毅 闫连山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系统应用研究
面向铁路通信网的光缆监测及
资源管理系统

6 8 20192033 2016200553 文婷婷 闫连山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与云计算
云服务平台中计算资源管理系
统的研究与设计

7 8 20192054 2016200603 刘韬 闫连山 信息与通信工程 云计算应用研究
面向OpenStack的高可用故障恢
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9 20192083 2016200594 马云琪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
基于网络平台的敏感内容防控
技术研究

彭代渊 赵宏宇 王平 刘刚 叶文霞
20190527下

午2:00
犀浦校区
9237#

冯涛
18148130860

2 9 20192046 2016200558 张浩 郝莉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DMR通信系统关键技术及 其在
高铁车地通信中的应用

3 9 20192073 2016200575 金铭仪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基于NOMA的存储辅助通信技术
研究

1 10 20192018 2016200566 李伶珺 范平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抗多普勒频移正交时频空
(OTFS)系统性能分析与优化

彭代渊 赵宏宇 汪晓宁 刘刚 叶文霞
20190527下

午3:40
犀浦校区
9237#

冯涛
18148130860

2 10 20192066 2016200555 李小俊 郝莉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基于深度学习自编码器的无线
通信物理层算法仿真研究

3 10 20192080 2016200556 肖观腾 唐小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不良短文本变体的识别

信息学院2018-2019学年第2学期硕士生学位论文集中答辩通知（6）



4 10 20192051 2016200583 杨双千 李里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道编码
协作通信中基于系统极化码的
网络编码研究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1 20192017 2016210596 何浩国 蒋朝根 ★计算机技术 嵌入式系统
基于二维码与激光测距的轨道

位移监测研究
戴齐 邹应全 闫飞 戴朋林 杨运平

20190528上

午8:00

犀浦校区

9455#

冯涛

18148130860

2 11 20192019 2016210588 孙林川 蒋朝根 ★计算机技术 嵌入式系统
仓库物料体积自动测量数据采
集终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

3 11 20192076 2016210532 李双 张翠芳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
基于改进布谷鸟算法的移动机
器人路径规划仿真研究

4 11 20192077 2016200619 张晓雪 张翠芳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
基于改进Mask R-CNN算法的自
动驾驶目标检测研究

5 11 20192037 2016210592 姬智 王淑营 ★计算机技术 云平台
基于客户定位的停车诱导云服

务平台研究与实现

6 11 20192091 2016210518 周岩 赵宏宇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NB-IoT应用
基于NB-IoT网络的远程电力读
表系统的研究与实现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2 20192034 2016200618 吴慧 李恒超 信息与通信工程 遥感图像变化检测
基于加权非负矩阵分解的遥感

图像变化检测研究
张翠芳 张生 赵海全 和红杰 杨运平

20190528下

午2:00

犀浦校区

9301#

冯涛

18148130860

2 12 20192035 2016210584 叶少晖 李恒超 ★计算机技术 高光谱图像分类
基于堆栈Wasserstein自编码器
与混合生成对抗网络的高光谱
图像分类研究

3 12 20192055 2016210513 干久超 张家树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
腕带式心电信号质量评估方法
研究

4 12 20192069 2016200549 葛智宁 张家树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
腕带式心电信号处理和QRS波群
检测

5 12 20192095 2016210556 江伟仙 黄文培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深度学习
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

研究



6 12 20192030 2016200616 谭蓓 李恒超 信息与通信工程 高光谱图像处理
基于高光谱图像处理技术的绝
缘子污秽度与污秽成分研究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3 20192003 2016200598 黄旭 彭代渊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资源优化及任务卸载
车联云雾系统的资源优化及任
务卸载研究

和红杰 彭博 翟东海 黄文培 戴朋林
20190529上

午8:30
犀浦校区
9455#

冯涛
18148130860

2 13 20192049 2016200626 黄思创 王小敏 信息安全 隐私保护
数据共享与发布中的隐私保护
方法研究

3 13 20192029 2016200633 李文杰 唐小虎 信息安全 机器学习
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约车乘客需
求预测

4 13 20192096 2016200654 黄冉东 彭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图形图像与视频处理
基于光流外推和神经网络的视
频差错掩盖算法研究

5 2016220024
Luyinda
Ronald

郭伟 信息安全
基于应答器的列控系统安全性
改进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4 20192058 2016210514 邓光纬 和红杰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隐藏
加密前预留空间的加密图像可
逆信息隐藏算法研究

张翠芳 郭伟 陈帆 张生 杨运平
20190529下

午3:00
犀浦校区
9455#

冯涛
18148130860

2 14 20192044 2016210600 罗梅 吴晓 ★计算机技术
计算机视觉与多媒体

处理技术
基于深度学习的高速公路车辆
检测与跟踪系统研究与实现

3 14 20192081 2016210530 冷立根 冯军焕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雷达信号处理
多通道并行脉冲多普勒雷达信
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

1 15 20192084 2016210611 何煌涛 楼新远 ★计算机技术 科技服务
汽车产业集群绩效评价系统设
计与实现

张翠芳 庄圣贤 陈帆 谭献海 杨运平
20190529晚

上6:00
犀浦校区
9455#

冯涛
18148130860

2 15 20192068 2016200679 冯兴 唐慧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
试验资源调度及试验数据管理
系统设计与实现

3 15 20192089 2016210613 徐鹏 王淑营 ★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技术
制水作业监测与取水泵站调度

优化系统



4 15 20192040 2016210597 张一航 王淑营 ★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
基于WebGIS的城市供水监控与
调度系统研究与实现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6 20192071 2016210581 崔喆 滕飞 ★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
基于网格索引的高速铁路勘测
数据管理研究

陶宏才 楼新远 王淑营 文登敏 郭爱波
20190529上

午8:00
犀浦校区
9456#

殷成凤
13618012770

2 16 20192060 2016210582 王文俊 张新有 ★计算机技术 云计算与互联网技术
基于区块链的汽车维修信息服
务系统设计与实现

3 16 20192098 2016210635 黄中毓 王红军 ★软件工程 机器学习 招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

4 16 20192079 2016210605 蒋佗 何蓉 ★计算机技术 推荐应用 营销活动定向推送管理系统

5 16 20192016 2016210577 周佩文 蒋朝根 ★控制工程
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

控制
仓库物料体积自动测量系统软
件的设计与实现

6 16 20192012 2016200688 卫晴雯 艾兴阁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
城市交通信息工程及
控制系统的研究

区间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化测试
框架的设计与实现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7 20192022 2016210604 刘艳秋 陶宏才 ★计算机技术 智能信息系统
基于社会媒体的旅游推荐系统
研究与实现

陈红梅 窦军 楼新远 谭献海 郭爱波
20190529下

午2:00
犀浦校区
9456#

殷成凤
13618012770

2 17 20192021 2016200709 陈娇 朱焱 软件工程 数据挖掘
面向微博信息传播时间和结构
特点的虚假信息检测方法研究

3 17 20192023 2016210607 黄良强 朱焱 ★计算机技术 大数据访问控制技术
HBase细粒度访问控制机制设计
与实现

4 17 20192014 2016200714 黄梅 朱焱 软件工程 隐私保护数据挖掘
基于K-匿名的特征选择 和集成
隐私保护的决策树研究

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8 20192074 2016210601 陈子琰 陈俊 ★计算机技术 电子政务
政协委员履职云平台研究与实
现

陶宏才 文登敏 张新有 和红杰 郭爱波
20190529晚

上6:30
犀浦校区
9456#

殷成凤
13618012770

2 18 20192050 2016200572 王帅 谭献海 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网络
基于日志的微服务化系统监控
与预测的研究与实现

3 18 20192020 2016210612 冯洋 窦军 ★计算机技术
云服务平台技术与系

统
私有云平台DBaaS服务的设计与
实现

4 18 20192053 2016210602 罗云 唐慧佳 ★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
基于Activiti工作流的试验数
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

5 18 20192038 2016200647 刘星 王淑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科学
基于微服务的分布式应用配置
管理平台研究与实践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1 19 20192006 2016210560 林志鹏 方旭明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
60GHz毫米波通信中的节能控制
和调度研究

郝莉 李里 黄文培 杨柳 涂宜峰
20190528下

午1:30
犀浦校区
9457#

胡文帅
15528120125

2 19 20192097 2016210524 敬通丹 刘林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车联网D2D无线资源分配算法研
究

3 19 20192082 2016210559 王闻祎 类先富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网络通信 网页篡改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

4 19 20192041 2016200635 黄桃郁 唐小虎 信息安全 信息处理
基于GPS数据及频繁模式挖掘的

路径推荐研究

5 19 20192036 2016210534 袁野 李恒超 ★电子与通信工程 雷达信号处理
基于分数阶傅里叶变换的毫米
波雷达检测系统

6 19 20192061 2016200584 吴亚成 汪晓宁 信息与通信工程 跳频通信
基于压缩感知的跳频信号参数
估计方法研究

7 19 20192072 2016200620 李安润 类先富 信息与通信工程 无线通信
干扰情况下协作NOMA系统的性
能分析研究

序号 小组号 论文编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主席 委员1 委员2 委员3 委员4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秘书



1 20 20192059 2016200550 陈伟 何蓉 信息与通信工程
下一代无线局域网

802.11ax；调度与资
源分配

IEEE802.11ax调度与资源分配
算法研究

郝莉 刘刚 类先富 王平 郭伟
20190528晚

上6:30
犀浦校区
9457#

胡文帅
15528120125

2 20 20192008 2016200574 刘闵 邓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伪卫星定位技术
基于USRP的北斗伪卫星收发机
设计

3 20 20192004 2016200607 陈鄂松 方旭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毫米波无线通信
毫米波网络中基于AI的波束赋
形与AP管理

4 20 20192062 2016200637 赵爱心 唐小虎 信息安全 信息处理
基于滴滴GPS数据的路段行程时
间预测

5 20 20192009 2016200631 何周莲 彭代渊 信息安全 计算卸载
云雾协作环境下计算卸载策略
研究

    注:请各位同学及时与答辩秘书联系，作好答辩PPT，每生答辩自述15-20分钟，按答委的要求在答辩时对本人所做的设计进行演示，请在接到秘书通知后按秘书要求填写各种答辩材料并签字。

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
2018年5月26日


